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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增效

2022年区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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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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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旨在构建社会复原力、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以及催化研究创新的项目

随着淡马锡基金会的外展足迹逐年扩大， 
我们的合作伙伴阵营亦不断扩充。 

我们的网络超越了背景、信仰以及地域边界的局限， 
维系其存在的根本是共同的信仰：  

为每个人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后续融资

55
可持续性创新

4.24亿新元
后续融资

通过吸引捐赠提供了 4400万新元资金

始于 2016

项目总数

1,357 182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21/22 财年

外展

150万
户

200万
生命因此受惠 —  

覆盖新加坡和亚洲 
其他国家/地区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在新加坡，通过我们的 
社区项目实现

外展至

承诺注资

9.23亿新元 7000万新元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21/22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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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教育领导力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 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治理

• 金融监管
• 公共管理
• 城市管理

对话与交流

• 有影响力的人
• 领导者
• 青年人

区域合作与交流

在依托项目向国际社群靠拢的过程中， 
我们寻求思想、观点的碰撞与交流，进而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此举有助于加深情谊，赋能社区，为子孙后代搏出更美好的未来。 

区域工作亮点

国家名单

东南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泰国、东帝汶、越南

北亚 
中国、蒙古 

南亚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 
马尔代夫、尼泊尔、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亚洲中部和西部
约旦、哈萨克斯坦、 
巴勒斯坦领土

非洲 
卢旺达

项目总数

91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21/22 财年

外展

77,000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21/22 财年

通过共同举办培训项目，外展至 280,000名领导者和专业人士

9,000
超过

资助

2.85亿新元
截至 21/22 财年累计金额

2500万新元
21/22 财年

706

区域外展
我们通过超过 500个项目开展区域外展工作，这些项目主要服务于以下核心主题：

灾害响应和应急预备

• 灾前减灾和预备
• 灾后恢复
• 心理复原力

医疗保健

• 医疗保健领导力
• 护理
• 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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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 COVID-19 抗疫行动

淡马锡基金会与合作伙伴通力合作，以捐赠医疗和必需物资的方式支持本区域的
社群抵御新冠病毒的侵袭。同为社群的一份子，理应有难同当，我们与其他各方
精诚合作，通过筹集资源并团结各方面助力，积极支持医疗机构，令其能够在履
行医疗救助职能、为社群提供保护并降低疫情所致风险方面发挥出充分的战力。

我们向印度尼西亚的社区和 
医院分发口罩、个人防护 
装备、聚合酶链反应(PCR) 
检测试剂盒和医疗设备。 

印度尼西亚 印度
印度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向 

医疗机构和社区分发了超过 
8300 台氧气浓缩器，此外还有 
呼吸机、血氧仪以及外科口罩。

我们向马来西亚女童军协会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分支机构及 
其合作伙伴网络和救援中心捐赠了 
约 5000 顶立方体帐篷，帮助这些 

社群做好应对突然自然灾害的准备。

马来西亚菲律宾
我们为菲律宾一线医护人员和 

社区提供了 700 多个氧气浓缩器和
超过 200万枚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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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响应和 
应急预备

位于南亚用于应对 
流行病的野战医院的 
设计与管理

为了提高南亚医疗保健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淡马锡基金会与新加坡保健集团 
合作，设计了一个关于野战医院设计和流行病应对管理主题的培训课程。 
这个课程侧重于大流行爆发时的快速响应能力建设，特别是社群医疗保健设施
的施建与临床管理、医院基础设施设计和设施规划。 

课程以网课形式于 2021年12月上线，为期三天，主题包括新加坡大流行应对与
管理、设计和管理临时隔离设施以及应对突发未知疾病的未来设施设计等。 
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约 120名专业医疗保健人士接受了
此次培训。

合作伙伴：
新加坡保健集团

COVID-19 疫苗血清 
监测研究

面对全球严峻的COVID-19疫情形势，各国人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必须开展 
国家间的合作，就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令其社群更好地为应对未来疫病流行做好
准备一事形成认知与共识。

这个计划为来自东盟区域的各研究团队和研究所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们提供了
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在该平台上交流关于诊断和疫苗的知识，包括展开关于 
群体免疫、疫苗接种战略和免疫护照概念的讨论。

合作伙伴：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实体(A*STAR Research Entities)医疗诊断发展中心
(Diagnostics Development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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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印度医院管理项目
全球 COVID 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医疗机构在医院管理实践和保障患者安全方面 
的缺陷与不足。  

印度医院管理项目旨在建立抗击传染病的新系统与新流程，将对大约100名 
专业医疗保健人士进行关于医院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和流程的培训；此外， 
为了改善患者护理和安全水平，该项目还将对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高级领导
者进行培训以提高其医院管理技能。

合作伙伴：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共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新加坡保健集团

乌兹别克斯坦 
公共保健管理计划

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疗保健主管单位正在努力改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对其国民的
可及性和成本效益。 

他们的其中一项计划是召集 175名乌兹别克斯坦医疗保健领导者和专员研究 
如何实现城市医疗保健的卓越运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过程中，这些 
领导者们将进一步学习新加坡的多机构参与策略——该国运用这套方法来开发、
治理和转型其城市医疗保健管理系统并且管理用于为社群普及初级医疗保健 
服务的综合诊疗所网络。

合作伙伴：
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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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国创新和创意教育项目
来自苏州的大约120名教育工作者将与来自新加坡的教育工作者合作，就如何 
最有效地培养解决问题的技能并且管理好社交情绪这一课题进行知识和见解 
层面的交流与探讨，此举意在为支持学校培养能适应未来要求的学生贡献力量。

项目旨在通过让学生参与跨学科项目作业，帮助学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
掌握社交情绪管理和自我管理技能。

合作伙伴：
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之国立教育学院(NIE)

技术与职业教育 
与培训(TVET) 
菲律宾工业 4.0 计划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劳动者需要学习新的数字技能，才能应对行业 
需求的快速变化。

来自菲律宾的 100名教育领袖和专员将磨练自己的领导能力、技术技能并扩充
自己关于工业 4.0 的知识储备，将关键概念和应用知识融入他们创建的 TVET 
课程中。被这些课程打磨过的毕业生们势必更加胸有成竹，能为菲律宾的 
数字化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合作伙伴：
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TVET)
新加坡工艺教育局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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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印度尼西亚绿色经济计划 为呼应印度尼西亚对可持续政策和实践的重视，该国将启动一个关于绿色经济
问题的计划，参与该计划的政府官员大约 100名，涉及的主题包括闭合资源 
环路、共享技术以及废物管理和清洁能源备选方案。  

此外，参与这项计划的领导人还将探讨如何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以支持制定 
印度尼西亚高阶绿色经济路线图。

合作伙伴：
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
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

泰国食品科学与技术计划 为寻求东盟区域在食品科学监管领域的共识，新加坡和泰国的食品监管机构和
学术机构将研究当前食品科学监管领域的参差，为强化科学、技术和监管方面
的知识储备而贡献力量。 

学术机构亦会合作设计一套涉及食品监管主题的共同课程并且创建一套事关 
食物科学技术的食品监管课。 

合作伙伴：
泰国农业大学(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新加坡国立大学 - 食品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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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青年媒体领袖 
奖学金

青年媒体领袖奖学金(Young Media Leaders Fellowship)是世界编辑论坛亚洲 
分会(World Editors Forum Asia Chapter)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通过专业能力 
发展与文化熏陶培养下一代媒体领袖。 

按照这项奖学金计划在2022年的工作安排，来自本区域不同新闻编辑部的大约
25名编辑和记者将齐聚一堂，分享经验，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学习如何在 
一个由数字技术引发变革的行业中发挥领导作用。

合作伙伴：
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协会(WAN-IFRA)亚太分会

FAITHFULLY 
ASEAN 2021

区域社会稳定与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凸显了寻求共识、加深理解、培养友谊
以及维系社群间手足情谊的重要性。

40名拥有不同信仰的区域领导人、实践者和活动家齐聚Faithfully ASEAN 2021
会堂，围绕社群牵头的倡议、关于跨文化理念和不同信仰的发展情况及其 
凝聚力、韧性以及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这次会议将有助于加强不同信仰与文化族群之间的理解，深化传播求同存异、
多元化共存的共同价值观。 

合作伙伴：
新加坡仁心关爱(Humanity Matters)

对话与交流



2022 年淡马锡基金会报告  |   1918  |  2022 年淡马锡基金会报告

淡马锡基金会简介

增强社会复原力，提高生活水平

我们致力于在新加坡建设一个更有弹性、更和谐包容的社会。我们的项目 
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支持个人、巩固家庭和改善社区，优化我们的社会基本
结构。我们试行各类项目和研究，支持对文化、遗产和价值观有益的项目，
以此惠及今人及子孙后代。

促进国际交流，提高区域能力

通过各个项目，我们加强对话、互相理解，塑造更加包容的世界观，从而 
建立起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社区。我们的项目还致力于提高各个社区在各 
领域的能力，如医疗保健、教育、公共管理、城市管理和灾害响应。

推动科学发展，保护地球，共建可持续世界

我们支持可持续发展，支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与研究，支持通过
各种解决方案来提高地区宜居水平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增强了医疗保健、
教育、气候变化、野生动物保护和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实力。

淡马锡基金会为各类旨在提高新加坡及其他地区人民生活和 
社区发展水平的项目提供支持。

淡马锡基金会项目以淡马锡公司提供的善款为支撑，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均致力于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积极成果。

我们的项目共同增强社会复原力、促进国际交流和 
区域能力建设、推动科学发展并且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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